DLXi 快速使用指南
“经久耐用...轻松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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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2022 Cognitive LLC。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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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提供电源，请选择具有以下规格的电源：UL 认证，NEC 2 类电源，输入额定 100-240 Vac，1.5/0.8 A，50/60 Hz；额定输出 24 Vdc，3.125
A，最低 75 瓦。环境温度工作范围：5-40摄氏度。电源连接器为 3 针 DIN 型。
访问 www.CognitiveTPG.com > 支持 > 驱动程序和下载以查找最新的打印机驱动程序、软件和文档。您也可以拨打 888.500.0175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support@CognitiveTPG.com 联系客户服务。

将电源连接到 DL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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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F
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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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按照顺序或严重执行步骤 3 和 4 上电
打印机和电源可能会发生电气损坏，从而使保修失效。
ATTENTION:
Suivez les étapes 3 et 4 de mise sous tension dans l’ordre ou sérieusement
des dommages électriques pourraient survenir à l’imprimante et à l’alimentation annulant la garantie.

装载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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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el roll

标签卷


向外卷

向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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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
Printhead

3

Printhead release
打印头释放装置

输纸滚轴
Paper
spindle

导纸板
Paper guide

警告!: ATTENTION!:
Drive
roller
驱动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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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OFF
switch
电源开关

图中所示为热转印（TT）型。为了清楚直观，图中打
印机的介质盖已被取下。
对于热敏打印机（DBDxx-xxxx-xxx），请参阅本指南的“连接数据线”部分。对于热转印打印机
（DBDxx-xxxx-xxx），请参阅本指南的“装载色带”部分。

装载色带（热转印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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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开打印头

注意：色带头上的文字应当朝向下方
正对打印机。

装载色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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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低打印头。
不要锁住打印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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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ck!
咔嗒！

DLXi 通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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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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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打印机电源时按住 FEED 按钮不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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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开始时松开 FEED 按钮。打印机将
进行自检并打印一张配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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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ON

OFF
关

关闭电源以结束十六进制转储模式

打开电源正常操作

质保信息:
请注册您的打印机以激活您的保修。
转到 www.CognitiveTPG.com 并单击保修注册。

实用信息:
要了解有关 CognitiveTPG 打印机和认可介质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您当地的
经销商或 CognitiveTPG：
网站：www.CognitiveTPG.com
免费电话：+888.500.0175
如需技术支持，请致电 888.500.0175，选项 4。

我在寻找
介质选择工具
合规与认证
POS 打印机
条码标签打印机
混合式打印机
打印机驱动程序
打印机耗材
常见问题
质保注册
资源库
产品文档
退回材料授权（RMA）信息

安装 DLXi：
注意：要更改打印机设置，您可以下载 CognitiveTPG 打印机管理员实用程序（请参阅下面的下载
CognitiveTPG 打印机管理员）。要在不下载实用程序的情况下进行更改，请参阅 DLXi 用户指南中的使用 USB
闪存驱动器（记忆棒）更改打印机设置。
转到 www.CognitiveTPG.com 下载详细的 DLXi 用户指南、驱动程序和其他信息。
下载 CognitiveTPG 打印机管理器
为了轻松更改打印机配置，请安装 CognitiveTPG 打印机管理员实用程序。对于 DLXi 打印机，请按照 http://
www.cognitivetpg.com/support/downloads/DLXi 上的 CognitiveTPG 打印机管理员安装说明进行操作。您也可
以按照以下路径操作：http://www.CognitiveTPG.com > 支持 > 下载和驱动程序 > DLXi。此过程还将在您的计
算机上为打印机安装 Windows 驱动程序。请注意，通过此实用程序配置打印机需要 USB、Ser/Com 或以太网连
接。

Advantage DLX 和 DLXI 实用工具
清洁工具
在电脑中安装过旧版本的Cognitive TPG 打印机驱动程序的现有用户需要该清洁工
具。首次安装 Cognitive TPG 打印机驱动程序的用户不需要该清洁工具。
Cognitive TPG 管理程序（DLX/DLXI）32位
基于Java的32位打印机管理实用程序。
1. 确保在www.sun.com下载最新版本的Java
2. 从未安装过Cognitive TPG打印机管理程序的用户请参考本文档
3. 以前安装过Cognitive TPG打印机管理程序或下载过驱动程序的用户请参考本文档
Cognitive TPG 管理程序（DLX/DLXI）64位
基于Java的64位打印机管理实用程序。
1. 确保在www.sun.com下载最新版本的Java
2. 从未安装过Cognitive TPG打印机管理程序的用户请参考本文档
3. 以前安装过Cognitive TPG打印机管理程序或下载过驱动程序的用户请参考本文档

笔记：

笔记：

警告 – 电击危险和静电放电 / Avertissement - Risque d’électrocution et décharge statique
切勿在可能受潮的地方操作打印机。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积聚在人体表面或其他表面上的静电能量释放会损坏或毁坏本设
备中使用的打印头或电子元件。请勿触摸打印头或打印头托架下方的电子组件。
N’utilisez jamais l’imprimante dans un endroit où elle peut être mouillée. Des blessures pourraient
en résulter. La décharge d’énergie électrostatique qui s’accumule à la surface du corps humain ou sur
d’autres surfaces peut endommager ou détruire la tête d’impression ou les composants électroniques
utilisés dans cet appareil. NE TOUCHEZ PAS la tête d’impression ou les composants électroniques sous le
chariot de la tête d’impression.
注意 – 打印机设置和处理 / Attention - Configuration et manipulation de l’imprimante
安装或修改打印机设置或配置时，在：(1) 连接任何电缆，(2) 执行任何清洁或维护操作，或 (3) 移动打印机之前，请始
终关闭电源。
Lors de l’installation ou de la modification de l’installation ou de la configuration de l’imprimante,
ÉTEIGNEZ TOUJOURS L’APPAREIL avant: (1) de connecter des câbles, (2) d’effectuer des opérations de
nettoyage ou de maintenance, ou (3) de déplacer l’imprimante.
欧洲合规
这是A类产品。在家庭环境中，本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能需要采取足够的措施。 RoHS 合规
性：2002/95/EC 关于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 (RoHS)。
WEEE:
关于废弃电气和电子设备 (WEEE) 的指令 2002/96/EC。有关 WEEE 回收和回收信息，请参阅 CognitiveTPG 网站。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无线电频率干扰声明警告
未经合规责任方明确批准而对本设备进行更改或修改可能会使用户操作设备的权限失效。
注意：本设备已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对 A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当设备在商业环境中运行时，这些限制旨在
提供合理的保护以防止有害干扰。本设备会产生、使用和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说明手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
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居民区使用本设备可能会造成有害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用户需要自费纠正干扰。
Déclaration relative aux interférences radioélectriques de la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Les changements ou modifications de cet appareil non expressément approuvés par la partie responsable de la
conformité peuvent annuler le droit de l’utilisateur à faire fonctionner l’équipement.
Remarque: cet équipement a été testé et déclaré conforme aux limites d'un appareil numérique de classe A,
conformément à la partie 15 des règles de la FCC. Ces limites sont conçues pour fournir une protection
raisonnable contre les interférences nuisibles lorsque l'équipement est utilisé dans un environnement
commercial. Cet équipement génère, utilise et peut émettre de l'énergie radiofréquence et, s'il n'est pas
installé et utilisé conformément au manuel d'instructions, peut provoquer des interférences nuisibles
aux communications radio. L'utilisation de cet équipement dans une zone résidentielle est susceptible de
provoquer des interférences nuisibles, auquel cas l'utilisateur devra corriger les interférences à ses
propres frais.
给用户的信息
必须严格按照制造商的说明安装和使用此设备。但是，不能保证在特定的商业安装中不会发生对无线电通信的干扰。如果此
设备确实引起干扰（可以通过关闭和打开设备来确定），鼓励用户立即联系 Cognitive LLC。认知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因未
经授权改装本设备或替换或连接 Cognitive LLC 指定的连接电缆和设备而导致的任何无线电或电视干扰，概不负责。由此
类未经授权的修改、替换或附件引起的干扰的更正将由用户负责。为确保符合产品安全、FCC 和 CE 标志要求，您必须使用
出售用于本产品或符合以下参数的电源、电源线和接口电缆：
本产品已通过如下所示的安全性和 EMC 合规性测试，仅适用于随附的电源和电缆。如果使用并行接口，请将随附的夹式铁
氧体添加到所使用的并行电缆上，并用随附的电缆扎带将其固定到位。
加拿大工业部 (IC) 射频干扰声明
此 A 类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干扰产生设备法规的所有要求。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A respecte toutes les exigences du Règlement sur le matériel brouilleur
du Canada.
对于仅适用于在海拔2000m以下地区使用的设备应在设备明显的位
置上标注“仅适用于在海拔2000m以下地区安全使用”或类似的警
告语句，或标识符号：

对于仅适用于在非热带气候条件下使用的设备应在设备明显的位
置上标注“仅适用于在非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或类似的警
告语句，或标识符号：

欧盟符合性声明
符合 EN ISO 17050-1:2010
声明对象:
产品: 热敏收据打印机
模型:

LBDXX-XXXX-XXXX
LBTXX-XXXX-XXXX
DBDXX-XXXX-XXXX
DBTXX-XXXX-XXXX (X = 任何字母数字字符或空格)

制造商: Cognitive LLC

地址: 5750 W. Bloomingdale Ave, Unit 1, Chicago IL 60639
本声明由制造商全权负责发布
上述声明的目的符合相关的欧盟统一立法:
2014/35/EU
低电压指令
2014/30/EU
电磁兼容性指令
2011/65/EU
有害物质限制指令
2012/19/EU
电气和电子设备废弃物指令 (WEEE)
符合以下文件的适用要求表明符合性:

统一标准:
EN 63000:2018 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评估技术文件
EN 55024:2010 信息技术设备免疫特性
EN 55032:2012/AC:2013

A 类 ITE 排放要求（欧盟）

EN 61000-3-2:2014 谐波电流条件
EN 61000-3-3:2013 低压供电系统中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EN 62368-1:2014
IEC 62368-1:2014 - 产品安全标准。
EN 60950-1:2006 / A11:2009 / A1:2010 / A12:2011 / A2:2013
IEC 60950-1:2005/AMD2:2013/AMD1: 2009 – 产品安全标准。

签署并代表: Cognitive LLC
签发地点: Chicago IL USA
签发日期: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名称: Elvin Yavuz
位置: 合规性

签名:
189-1300070 REV N

UKCA 符合性声明
符合 BS EN ISO 17050-1:2010
声明对象:
产品: 热敏收据打印机

LBDXX-XXXX-XXXX
LBTXX-XXXX-XXXX
DBDXX-XXXX-XXXX
DBTXX-XXXX-XXXX

模型:

(X = 任何字母数字字符或空格)

制造商: 认知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750 W. Bloomingdale Ave, Unit 1, Chicago IL 60639
本声明由制造商全权负责发布
上述声明的目的符合相关的欧盟统一立法:

SI
SI
SI
SI

2016
2016
2012
2018

No.
No.
No.
No.

1101
1091
3032
1214

2016
2016
2012
2018

年电气设备（安全）条例
年电磁兼容性法规
年电气和电子设备法规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
年废弃电器电子设备（修订）条例

符合以下文件的适用要求表明符合性:
指定标准:

EN 63000:2018 电气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评估技术文件
EN 55024:2010 信息技术设备免疫特性

IT 设备的 A 类 ITE 排放要求 (EU) 特性
EN 61000-3-2:2014 谐波电流条件
EN 55032:2012/AC:2013

EN 61000-3-3:2013 低压供电系统中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EN 62368-1:2014 - 产品安全标准。

签署并代表: Cognitive LLC
签发地点: Chicago IL USA
签发日期: 2021 年 12 月 17 日
名称: Elvin Yavuz
位置: 合规性
签名:

189-1300151 C (DLXi UKCA DoC)

版权所有 2022 Cognitive LLC。 CognitiveTPG 和 DLXi 是
Cognitive LLC 的商标。本出版物中使用的其他产品和公司名称可能
是其他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仅用于说明和为其所有者的利益而使
用，无意侵权。未经 Cognitive LLC 明确许可，不得出于任何目的或
以任何形式复制本指南的任何部分，包括电子存储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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